
本报讯（王江涛 全媒体记者 曾晓
梅）9 月 27 日，区柔刚街道办事处在三

合碑社区举行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主题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汇演，共话祖国新貌，抒发爱

国情感。

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文艺汇演在喜

庆的《腰鼓》中拉开序幕，随后舞蹈《中

国梦》《幸福家园》《我和我的祖国》、小

品《市场风波 2》、歌曲《我的中国心》等

10 多个形式多样的表演轮番上场，赞美

新时代、群众新生活，表达对祖国的美

好祝福、对中国梦的不懈追求，给现场

观众带来了一场红色精神盛宴，赢得观

众的阵阵掌声。此次文艺汇演，展示了

柔刚街道新时代社区居民的良好精神风

貌，同时也激发了广大居民群众的家国

情怀、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

区柔刚街道办：社区居民载歌载舞庆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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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上午，区人民检察院牵头，

联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团区委、

横山镇、遂宁农商银行横山支行等部门

到横山镇龙翔村开展以“守初心、迎大

庆、促脱贫”为主题的文艺汇演活动。

演出在古朴典雅的舞蹈《国风》中拉

开序幕。舞蹈《国风》不仅展现了当代检

察干警的飒爽英姿，更体现了检察干警

不忘初心、对党忠诚的坚定信仰；小品

《检察官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向群众展示

了检察院的工作职能，普及了“认罪认罚

从宽处理”制度，更让群众感受到了检察

干警心系群众、执法为民的时代精神；歌

曲《党啊，亲爱的妈妈》、舞蹈《敬你一碗

青稞酒》《女儿情》、电子琴演奏《彩云追

月》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将整场汇演

气氛点燃，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

热情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唱响了脱贫

攻坚的主旋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七十周年献上了美好的祝福。

“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昌盛，我

也感到非常自豪，祝愿我们的祖国生日

快乐。”“节目整得好，很接地气。”“在党

委政府领导和各级部门的大力帮扶下，

如今我们村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村民

的日子也越过越好！”……活动现场，不

少村民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

（陆长果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焱）9 月 27
日，由安居区民政局主办，仁和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承办，柔刚街道办事处正东、顺

安社区等协办的“迎国庆 忠心献祖国

庆重阳 孝爱满社区”系列活动在印

象广场举行。

活动中，来自辖区幼儿园的孩子们

精彩的红歌舞表演博得了观众阵阵热烈

掌声；歌曲、舞蹈、古筝，一个个节目精彩

纷呈；服务中心志愿者带领现场观众齐唱

《我和我的祖国》，一面面鲜红的小红旗舞

动起来，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游戏

《保龄球》《吹乒乓》《堆罐子》和《运球》，让

老人们在游戏中锻炼了自己的平衡能力

和肺活量等；现场眼、口腔等检查，也为

老人健康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据介绍，活动结合社区实际情况，通

过讴歌党和政府对老人的关心和关爱，

让老人感受到国家的辉煌和富强，感受

到社会对他们的关注。通过参加活动帮

助老人回忆往事，从而引导老人重温过

去；通过游戏活动丰富老人的生活 ,使老

人摆脱无聊、孤独 ,从心灵上得到满足和

快乐，让老人在游戏中感受到一定的成

就感，帮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对自

己和年老的消极认识情绪；通过参加活

动给老人一个展示自己、结交朋友的平

台，拓宽老人的社交渠道和朋友圈，让老

人们感受国庆的快乐，切实感受新中国

成立 70 年日新月异的变化。

区民政局：社区老人欢度国庆重阳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黄焱） 9 月

27 日，安居区保石镇政府广场上欢声

笑语、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办以“庆

国庆·迎重阳”为主题的文艺汇演，城

乡居民们用最质朴、最真诚快乐的方

式去赞美生活、歌唱幸福、祝福祖国。

活动在热舞中拉开序幕，台下挤满

了前来观看居民。此次汇演节目类型

丰富多彩，有歌曲《感谢妈妈》、舞蹈

《中国美 草原美》《中国范儿》、快板

《脱 贫 前 脱 贫 后》、小 品《赌 博 害 死

人》……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寓教于乐，

用各种生动的形式把当前中心工作融

入其中，让居民们在欢乐的气氛中受

到教育，演职人员精彩到位的表演赢

得阵阵掌声。

据介绍，该镇居民中有才艺的人很

多，该镇将继续以党建引领、居民自治

的方式，多多策划这样的活动，为居民

搭好大舞台，让居民有更多才艺表演

的机会，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整个

汇演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不仅为居

民提前过了一个欢乐的国庆节，也体

现了保石镇党委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热

情，受到广大城乡居民的欢迎，也提升

了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保石镇：
村民办晚会迎国庆

区教体局：
普通话诵七十华诞

本报讯 （实习记者 戴广伟）9 月

27 日，区教体局在安居育才中学开展

以“我与祖国共奋进——普通话诵 70
华诞”为主题的全国第 22 届普通话推

广周经典诵读区级比赛。在比赛现

场，《可爱的中国》《少年说中国》《读中

国》《长征礼赞》《祖国你好、中国我们

爱你！》《祖国妈妈，我爱你》……一个

个饱含爱国情怀的节目被老师和学生

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形式朗诵出来，

给在场的观众奉上了一台精彩绝伦的

视听盛宴。

载歌载舞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今年 10 月 1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华诞。连日来，安居区各部门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庆祝国庆，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

盛，祝愿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

（紧接01版）仙湖自来水厂建设项目位于东禅镇三岔

沟村，厂区占地 32 亩，一期建设内容为 3.5 万 m3/d 制水

设施和新建供水主管道 66km。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

决东禅、分水、横山、西眉等 15 个乡镇安全饮水问

题。管昭来到项目建设现场，实地察看项目整体推进

情况。管昭指出，施工单位要制定严密的施工计划和

安全防范措施，增加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倒排工期，

抢晴战雨，保质保量完成仙湖自来水厂建设项目工

程；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协同配合，加强施工监管，

严把工程质量关，让“民生工程”真正成为“暖心工

程”，确保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得成、管得好、用得放

心，让群众喝上放心水、健康水，以实际成效提升群众

获得感和满意度。

督导期间，管昭还前往区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

聚贤镇垃圾中转站等地调研项目建设情况。管昭强

调，各级各部门要突出问题导向，健全和动态更新重

点项目问题台账，确保项目建设过程遇到的问题都能

及时得到有效解决；要强化要素保障，多渠道筹措资

金，加强跟踪服务，助推重大项目尽早建成并投入使

用；要加强项目建设跟踪督查，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

况，对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严肃追责问责，通过强

化督查推动作风转变，提高工作效率，确保项目建设

顺利推进。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参加督导。

宣传安居建设新成就
扩大知名度和美誉度

（紧接 01版）当前全区正全力建设全省特色工业示范

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全省公园城市示范区，为文

艺工作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和大显身

手的舞台，希望全区文艺战线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结合

安居实际，创作出更多展现安居区经济发展、生态文

明建设、城市建设、民生事业以及新农村建设、脱贫攻

坚等各方面巨大变化的作品，宣传安居建设的新成

就，提升安居的文化品位，扩大安居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

讲好品牌故事 引进龙头项目
加快建设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

（紧接 01版）在遂宁市现代农业项目推介会暨签约仪

式上，吴军代表安居区与东方希望有限公司签订了现

代化生猪循环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协议。据悉，该项目

计划总投资 20 亿元，建设 4 万头种猪养殖场、2 个年出

栏 4 万头育肥猪示范场、年产 30 万吨饲料厂及年产 4
万吨有机肥场。项目建成后，将带动安居生猪养殖户

统一养殖标准规范，融入现代化生猪生产体系，提高

生产能力和养殖效益，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

推动全区生猪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活动期间，吴军还拜会了东方希望有限公司养殖

事业部总经理张露，并就加快安居项目落地进行了深

入洽谈。吴军表示，安居区将以打造成渝经济区“门

槛低于周边、服务高于周边”的营商环境新高地为目

标，全面落实好与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明确专人实

施跟踪对接，主动作为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提供最优

政务服务，确保项目尽早实现开工建设、投产达效，让

企业在安居安心、舒心、放心发展。

副区长舒玉明参加相关活动。

（紧接 01版）吴军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抓成果的转化，

认真总结此次演练的宝贵经验和方法，推动应急演练

常态化、制度化，将演练成果转化为实战能力 ,不断提

升应急处理水平。要抓认识的提升，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

位，守初心、践初心、悟初心、炼初心，牢牢守住安全底

线。要抓责任的靠实，严格履行“一岗双责”，坚持问

题导向，聚焦当前安全生产的突出问题，把责任落实

到人头、压实到时段，把工作落小落细落实，将各类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到位。要抓典型的塑造 ,严格执行安

全生产奖惩制度，大力宣传先进典型的好经验、好做

法，抓出反面典型开展震慑警示教育，确保全区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当天，安居区还联合川中油气矿、输气管理处南

充作业区、中石油遂宁天然气净化公司对全区涉及油

气井项目的镇、村干部和相关区级部门负责人开展了

危化品安全和应急疏散知识培训。

同撑应急保护伞
共筑事故防火墙

区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召开

（紧接 01版）会议对冷俊等 5 名区人大常委会任命人

员履职情况开展了述职评议。出席会议的 23 名区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对 5 名评议

对象分别进行了履职满意度测评，并现场公布测评

结果。

会议还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审

议了任免案，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关于区四届人大部分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表决通

过了关于补选区四届人大代表的决定，同意补选区四

届人大代表 23 名，选举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25 日。

区委常委、副区长佟硕，区政协副主席陈忠良，区

人民法院院长何宪法，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成虹列

席会议。

区人民检察院：文艺汇演开到贫困村 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实 习 记 者 戴广伟）9 月 25
日晚，区人民医院开展以“团结奋进歌

大医之魂，普天同庆颂祖国昌盛”为主

题的歌咏比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拉开了本次歌

咏比赛的帷幕。据介绍，此次歌咏合唱

比赛不仅是一场音乐盛宴，更是一次特

殊的“红色”教育。活动不仅提升了全

院职工的爱国热情、激励了爱国赤子之

心，更进一步增强了职工干部的凝聚

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积极响应了“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奋力推进全民健康”的

新时代号召，进一步推动区人民医院高

质量发展。

区人民医院：高唱红歌颂祖国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黄焱） 今年以

来，安居区住建局紧扣建设“三个示范园

区”部署，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

设、行业管理及机关内部管理，全力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及民生工程建设。

区住建局积极指导项目前期工作，推

进城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招标、施工

图审查等前期技术程序准备工作，确保项

目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加快在建项目建

设。指导完成 20 个乡镇污水管网建设、

G318 雨污水管网改造、25 个居民聚居点污

水治理项目等项目；通过抓质量、抓进度，

有序推进旧城棚户区改造、凤凰大道南延

线棚改项目，完成投资约 3.6 亿元；抓好项

目收尾工作，完成园区区间道路等 5 个项

目竣工验收，完成人防易地建设审批 3 起。

区住建局不断推动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目前已完成 20 个乡镇污水管网建设，

25 个聚居点已开工建设 24 个，保石镇水井

村、分水镇兴旺场镇等 5 个聚居点的管网

建设已完成 80%。完成东禅、马家等乡镇

的污水处理厂综合验收，对接市局，将乡镇

污水处理厂目前存在的问题全部纳入全市

污水治理统一打包 PPP 项目，全面提高污

水处理能力及污水处理厂管理能力，推进

拦江、会龙、玉丰等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

管理。

区住建局全力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全面推进棚改项目建设。正在加快完

善旧城一期货币安置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旧城二期棚改项目和凤凰大道南延线片区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主体工程施

工，抓好租赁补贴发放。

同时加强特色小城镇建设培育。全力

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完成 2018 年第二

批的资金拨付和农村危房改造国家系统和

省系统的录入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总计

2553 户存量危房，已开工 2509 户，已竣工

1723 户。持续推进特色小城镇培育建设，

成功申报三家特色小镇建设资金 500 万元，

全力推动三家镇、东禅镇场镇改造提升工

程；成功申报常理镇海龙村为全省农房建

设试点村；同时抓好新村建设工作。牵头

编制了《2019 年新村专项扶贫实施方案》，

配合实施 2018 年省级财政奖补资金幸福美

丽新村项目的验收工作。

区住建局全力推进基础设施及民生工程建设

民生民生 注注关关


